
C.E.O.推薦
豪華私人飛機東京和拉斯維加斯，雙重跨年之旅

行程由翠明假期C.E.O.周大偉先生為
您推介-體驗奢華之旅。



全球最大豪華私人飛機締造東京和拉斯維加斯雙重跨年之旅 ~ GTL
2018年12月29日 - 2019年1月4日｜ 7天/6夜











第1天．12月29日 -星期六

香港東京

10:00 水晶天際1號起飛離開香港機場

15:00 抵達東京羽田機場後，乘搭專車前往酒店

15:30 登記入住東京御臺場希爾頓酒店

19:00 於酒店宴會廳一邊俯瞰著名的彩虹橋美景，
一邊享用迎賓晚宴

凱薩宮酒店

第2天．12月30日 -星期日

東京

東京自由行，賓客全日自由支配行程及時間。水晶航
空團隊樂意協助賓客制定專屬的行程，從購物推介、
私人溫泉到文化體驗活動，深度探索東京之美

膳食: 享用酒店早餐．午餐及晚餐賓客自理

第3天．12月31日 -星期一

東京

東京自由行，賓客全日自由支配行程及時間。水晶航
空團隊樂意協助賓客制定專屬的行程，從購物推介、
私人溫泉到文化體驗活動，深度探索東京之美

晚上 跨年派對於東京灣希爾頓酒店

膳食: 享用酒店早餐．午餐及晚餐賓客自理

第4天．1月1日 -星期二

東京拉斯維加斯

00:15 乘搭專車前往機場

01:00 水晶天際1號起飛出發前往拉斯維加斯

東京

第3天．12月31日 -星期一

拉斯維加斯

18:15 抵達拉斯維加斯，乘搭專車前往凱薩宮酒
店登記入住

22:30
於凱薩宮酒店參加跨年派對，欣賞煙花匯
演。其他可選活動：於Omnia俱樂部參加
新年派對（需收費）

拉斯維加斯

** 飛越國際日更線，回到2018年12月31日迎接
第二次跨年倒數除夕夜**



第6天．1月3日 -星期四

拉斯維加斯香港

早餐後酒店退房，乘搭專車前往拉斯維加斯機場登上
水晶天際1號

10:00 水晶天際1號起飛前往香港

膳食: 享用酒店早餐

第7天．1月4日-星期五

香港

18:15 賓客抵達香港

預訂及付款

預訂 須經由指定持牌旅行社，並以美金結算

全數 款項需於預訂時一並繳清

票價包含:

空中

• 水晶天際1號專屬等级機票 (香港/ 東京
/拉斯維加斯/香港)

• 享用由獲獎無數的行政總廚精心準備的
空中佳肴、暢飲水晶空中酒吧的高級佳
釀

岸上
行程

• 行程所示之早午晚餐
• 酒店住宿，按雙人入住計算。單人入住
或升級房間需額外付費申請。

• 行程所示之跨年慶祝活動及旅程

飛機休憩區

第5天．1月2日 -星期三

拉斯維加斯

暢遊西部大峽谷

19:30 欣賞Celine Dion（席琳迪翁）演唱會

晚上 再會派對於凱薩宮酒店

膳食: 享用酒店早餐．午餐及晚餐賓客自理

第4天．1月1日 -星期二

拉斯維加斯

水晶航空團隊樂意協助賓客制定專屬的行程，從沙丘
越野衝沙、射擊到空中俯瞰大峽谷，深度探索魅力拉
斯維加斯

膳食: 享用酒店早餐．午餐及晚餐賓客自理























Japan-VISA 
日本簽證

America-VISA 
美國簽證

CHINA 中國内地 YES 需要 YES需要
INDIA 印度 YES需要 YES需要
INDONESIA 印尼 YES需要 YES需要
HONG KONG 香港 NO不需要 YES需要
JAPAN 日本 NO不需要 NO不需要
MALAYSIA 馬來西亞 NO (1) 不需要(1) YES需要
PHILIPPINES 菲律賓 YES需要 YES需要
SINGAPORE 新加坡 NO不需要 NO不需要
SOUTH KOREA 韓國 NO不需要 NO不需要

TAIWAN 台灣 NO不需要
YES (ELECTRONIC)
需要（電子簽證）

THAILAND 泰國 NO不需要 YES需要
UNITED KINGDOM 英國 NO不需要 NO不需要

護照/簽證
• 護照必須於旅程完成後仍擁有至少六個月有效期，同時
須確保預留足夠空白頁面以作簽證蓋章之用

• 簽證要求因國家而異。簽證資訊可以通過將訪問旅遊目
的地所在國家於賓客所在地設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獲取。
請聯絡旅行社專員或政府機構，以確定所需簽證要求。

簽證要求(参考用)：

1) 如果您的訪問目的是旅遊、轉機、商務會議、探訪日本
的親朋好友，那麼持有符合國際民航組織標準生物識別護照
的馬來西亞國民不需要簽證，即可短期逗留日本境内不超過
90天。

旅遊保險
我們強烈建議所有客人購買旅遊保險，可於發生不幸時，諸
如行程和行李延誤、疾病或受傷害等突發事件時，獲得全面
保障。請聯絡您的旅行社專員查詢購買旅行保險事宜，以免
水晶航空假期途中蒙受損失。

行李政策
• 乘客行李重量受限於飛行安全要求、飛行任務、數量、
飛機貨運能力及規定限制、飛機種類等。

• 水晶天際1號: 每位乘客免費托運1件重量不多於70磅或
32公斤的行李，外一件長加高合共不超過45英寸或118
厘米的手提行李及一件如手提包或手提電腦等隨身物件。

禁止登機物品
•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危險物品條例所定義之危險品
• 以下物品將被禁止攜帶登機：爆炸品(彈藥、煙花、火
炬)、易燃物品、有毒/傳染性物品、腐蝕性物品、毒品、
毒藥、放射性物質、磁化品或其他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危
險物品條例所禁止之物品。

• 此外，所有使用鋰電池電器如手機、電子閱讀器、平板
電腦、個人電腦、手提電腦、MP3音樂播放機及電子香
煙將必須放置於手提行李中，禁止托運。

當地天氣及建議穿著衣物
日本東京: 1°C至 12°C
美國拉斯維加斯: 2°C至 13°C
• 攜帶休閒舒適、冬天服裝
• 外套，手套和圍巾等保暖衣物。
• 舒適的步行鞋
• 餐廳著裝要求為休閒度假風
• 防曬霜、太陽鏡和帽子

入境物品要求
日本東京
法律禁止入境以下物品：
1. 海洛因、可卡因、搖頭丸、鴉片、大麻、興奮劑、精神
藥物和其他麻醉藥品(不包括“衛生、勞動和福利部條
例”指定藥物);

2. 槍支(手槍等)、彈藥(子彈)和手槍部件;

3. 炸藥(炸藥，火藥等);
4. 化學武器的製作材料;
5. 可能用於生物恐怖主義的細菌;
6. 偽造、塗改或仿製的硬幣、紙幣、銀行票據或證券以及
偽造的信用卡;

7. 可能損害公共安全或道德的書籍、圖畫、雕刻品和任何
其他物品（淫穢或不道德的物品，例如色情製品）;

8. 兒童色情製品;和
9. 侵犯知識產權的物品。

美國拉斯維加斯
每位21歲或以上的訪客可免稅攜帶以下物品：
1. 1夸脫酒精;
2. 200支香煙、50支雪茄(但不是來自古巴)，或3磅煙草;

和
3. 價值100美元的禮物。

這些豁免適用於在美國停留至少72小時並且在過去6個月內
未曾申報的旅客。禁止將幾乎所有肉類產品(包括罐裝、新
鮮和乾燥的肉類產品，如肉湯，湯料等)帶入該國。通常，
允許攜帶調味品，包括醋、油、醃製品、香料、咖啡、茶，
以及一些奶酪和烘焙食品等。避免攜帶米製品，因為米飯經
常藏有昆蟲。禁止攜帶水果和蔬菜，因為它們可能藏有害蟲
或疾病。國際旅客可以攜帶最高10,000美元或等值外幣出
入境，而無需辦理手續；如金額超出上述數值，出入境時必
須向美國海關申報，包括提交表格CM 4790。有關美國海
關和邊境保護的詳細信息，請諮詢離您最近的美國大使館、
領事館或美國海關(www.customs.gov)。

當地飲用水
建議於日本東京及美國拉斯維加斯境内飲用瓶裝水。

語言
日本東京: 日語、英語、中文
美國拉斯維加斯: 英語

貨幣
日本東京: 日元紙幣面值¥1000、¥5000、¥10000，以及硬
幣面值¥1, 5, 10, 50, 100及500.
美國拉斯維加斯:美元紙幣面值$100、$500、$20, $10, $5,
$2, $1，以及硬幣面值$1, 5, 10, 25 and 50

電壓
日本: 110V 50Hz/60Hz
插頭類型(類型 I)

美國: 120V 60Hz
插頭類型(類型A, B)

時差
日本東京: UTC + 9小時
美國拉斯維加斯: UTC - 8小時

飛機上座位分配
支付訂金後，座位分配以先到先得原則處理。我們將盡力滿
足座位分配請求。

酒店入住登記
客房為不指定房型，並將按入住時具體供應情況而定。

酒店個人護理用品
大部分日本及美國酒店均提供牙膏及牙刷，然而爲了響應環
保，歡迎客人自備口腔護理用品。

於1月4日當天回國的旅客航機安排
如客人需當天轉乘接駁航機回國，請務必預訂水晶天際1號
抵達後最少2.5小時後的航班。

所有行程、活動專案及政策可隨時被更改而不作事前通知。詳細條款及細則請聯繫水晶航空(Crystal AirCruises)。水晶航空所有航班由逸華航空服務有限公司
(Comlux Aruba NV)運營。水晶航空公司有限公司(Crystal AirCruises, LLC)並不是一所航空運輸公司，以及並不擁有美國運輪部(D.O.T.)及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之授權。水晶航空有限公司(Crystal AirCruises, LLC)為P4-XTL的推廣代理。 ©CrystalAirCruises, LLC.版本1.2


